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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 TIN的半自动多影像同名线段匹配算法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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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提出了根据同名像点构成三角网(TIN)来进行同名直线的匹配。依据 T IN 预测左影像上一条给定

直线在右影像上同名直线的搜索范围 ,计算给定直线与候选直线的灰度相关系数 , 取最大相关系数所对应的

直线为同名直线。实验证明 ,该算法简单 、可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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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同名直线的匹配较影像同名点的匹配难度要

大[ 1] ,其困难在于直线的连接性 、同名直线间缺

乏严格的几何约束。同名直线的匹配算法通常分

为单 直 线 匹 配[ 2～ 4] (match individual line

segments)和组直线匹配[ 5～ 7](match g roups of line

segments)。单直线匹配基于直线的几何属性(方

向 、长度 、重叠度),计算量小 ,方法简单;组直线匹

配则利用两组直线间的整体关系(旋转 、平移或关

系图),从整体角度寻找最佳同名影像线 ,算法数

据量大 ,但抗噪能力强。

目前还没有一种通用的同名直线匹配算法 ,

每种算法大多会针对不同的影像(近景影像和航

空影像),匹配算法所涉及的几何属性的阈值也会

因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。大多数算法附加了许多已

知条件 ,如影像的方位元素 、物方信息(房屋高度 、

建筑物模型)等 。本文提出从数码相机(内方位元

素未知)获取的近景房屋影像上 ,根据影像上同名

像点构成的不规则三角网(TIN)半自动寻找同名

直线的方法 ,算法对影像和物方信息的约束宽松 ,

具有一定的通用性。

1　基于 TIN的半自动多影像同名线

段匹配算法

　　首先获取影像对上的同名像点 ,同时提取影

像对上的直线。同名像点的获取是分别提取影像

对上的点特征 ,依据概率松弛算法进行点匹配获

取同名影像点 ,这一步已经预先完成
[ 8]
;其次 ,根

据同名像点构成三角网 ,依据 TIN 预测左影像上

一条给定直线在右影像上同名直线的搜索范围 ;

最后计算给定直线与搜索范围内候选直线的灰度

相关系数 ,取最大相关系数对应的直线为同名

直线 。

1.1　三角网(TIN)的生成

在影像对上同名像点已有的情况下 ,可根据

通常生成 TIN 的规则构建三角网 。在三角网中 ,

每个三角形的属性值记录了组成三角形三个顶点

对应的同名像点 ,相当于在左右影像上形成了两

个三角网 ,同号三角形表明左右影像的对应区域。

同名像点的密度分布决定了三角网的密度和分布

特征 ,分布合理的三角网能更好地表明左右影像

的对应关系 , 为同名直线的匹配提供精确的搜

索区 。

1.2　待匹配直线段搜索区的形成

分别对左 、右影像进行直线段提取 ,并将同一

直线上的短直线段连接起来。在近景获取的房屋

影像上包含着丰富的直线(房屋结构线 、房屋的

门 、窗 、屋檐和阳台等),它们存在如下问题。

1)房屋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遮挡或其他(树

木 、行人 、汽车)遮挡 ,且不同的拍摄角度获取影像

的遮挡情况不同 ,使得物方一条直线在一些影像

中可见 ,而在另一些影像中不可见;

2)物方一条直线在不同对比度的影像上 ,有

些影像上可提取出对应的直线 ,而有些影像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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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提取出对应的直线;

3)物方一条直线在多影像上同时存在 ,且可

提取出对应的影像直线 ,但在有些影像上提取出

一段 ,在有些影像上提取出多段 ,不同影像上对应

的线段数可能不同。这些问题使得多影像直线段

的匹配变得复杂 。

以下算法是针对第三种情况(即同名影像线

存在)的同名直线的寻找 。对于第二种情况 ,可在

提取不出对应线的影像上采用半自动小区域补充

提取影像线 ,从而使同名影像线存在。

1.2.1　在左影像上确定待匹配的直线段

影像上的一条直线可能被分成几段提取出来 ,

选取其中最长的一段为待匹配直线段。通过人工

给定直线段附近一种子点 ,判断种子点到直线段的

距离是否最近 ,且种子点到直线段的垂足在直线段

上 ,来选中待匹配的直线段。如图 1所示 , P 为种

子点 , P到直线段 a和 c 的距离一样 ,垂足 C在直

线段 c 上 ,所以直线段 c为选定的待匹配直线段。

图 1　选择的直线段

Fig.1　Selected Line

1.2.2　确定待匹配直线段端点所在三角网中的

两个三角形号码

根据点和三角形三条边的关系 ,确定待匹配

直线段端点所在的三角形 。影像上线段与三角网

的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况:①直线段两端落在三角

网中 ,根据直线段的两个端点判断出其所在三角

形的两个号码 。如图 2所示 ,直线段 a 与三角网

相交的三角形号码为4 、9。②直线段一端落在三

角网中 ,一端落在三角网外 ,超出三角网的线段部

分较短 ,在三角网内的直线端点可确定一个三角

形号码 ,根据直线段的中点(在三角网中)可再确

定一个三角形号码 ,如直线段 c 与三角网相交的

三角形号码为 7 、8。 ③直线段的两端落在三角网

外 ,根据线段的中点确定一个三角形号码 ,使线段

有两个一样的号码 ,如线段 b 与三角网相交的三

角形号码为 7 、7。

1.2.3　计算待匹配直线段与两个三角形的交线段

待匹配的一条直线段与一个三角形的三边中

的两条边有交点 ,可构成一条线段;同样 ,与另一

图 2　待匹配直线段所在三角形

F ig.2　Triangles Where Selected Line Is

个三角形可交出一条线段来。将两条线段的 4个

端点中相差最远的两个端点连接作为待匹配直线

段与两个三角形的交线段 。当待匹配直线段与三

角网相交的两个三角形相同时 ,待匹配直线段与

一个三角形的交线段即为待匹配直线段与两个三

角形的交线段 。

图 3(a)中直线段 a 的两个端点分别在三角

网中的三角形 1和 2中 ,它与两个三角形的交线

段为图 3(b)中的线段 AB 。图 3(c)中的直线段 a

的两个端点都在三角网的外部 ,它的中点位于三

角形 3中 ,根据本文确定待选直线段端点所在的

三角网中的两个三角形号码的方法 ,认为直线段

a与三角网相交的两个三角形同为 3 ,图 3(d)中

的直线段 AB 即为a 与三角形的交线。

图 3　待匹配直线段与三角形的交线段

Fig.3　Intersection of Selected Line and T riang les

1.2.4　待匹配直线段在右影像上搜索区的形成

当待匹配直线段端点所在三角网中的两个三

角形号码已确定后 ,通过这两个三角形的号码可

得到右影像上对应的两个三角形的 6个(当两个

三角形的号码一样时)影像点的坐标 。右影像上

两个三角形的外接矩形定义为待匹配直线段在右

影像上的搜索区(图 4)。右影像中的每条直线段

根据其两个端点坐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(min x ,

mixy ,max x ,maxy)构成一个外接矩形 。如果直

线段的外接矩形在搜索区内或部分在内(如图 5

中直线 c 、f 和 e),则该直线为待匹配直线在右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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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上的候选匹配直线段;否则 ,直线段(如直线段

a 、d 和b)为非候选匹配直线段。

图 4　搜索区

Fig.4　Search A rea

图 5　候选匹配直线段

Fig.5　Candidate Lines

1.3　待匹配直线段与候选匹配直线段的相似度

量测

1)计算候选匹配直线段与两个三角形的交

线段 。待匹配直线段两个端点所在三角网中的两

个三角形在右影像上对应两个三角形 ,计算候选

匹配直线段与右影像上两个三角形的交线段(方

法类似待匹配直线段与三角形的交线段的计算)。

2)窗口大小的选择和灰度重采样。在左影

像上 ,以待匹配直线段与三角形的交线段为中心

线 ,宽度为一给定值(20像素),作为待匹配直线

的窗口;同样在右影像上 ,以候选匹配直线段与对

应三角形的交线段为中心线 ,宽度为一给定值(20

像素),作为候选直线的窗口。将待匹配直线段的

窗口影像和候选匹配直线段的窗口影像旋转为水

平影像 ,并进行灰度重采样。

3)计算待匹配直线段窗口影像和候选匹配

直线段窗口影像的灰度相关系数 ,并将相关系数

最大值所对应的候选直线作为同名直线 。相关系

数的计算公式为
[ 8]
:

ρ(p , q)=
C(p , q)

CggCg′g′(p , g)
(1)

2　实验结果

用数码相机获取了一栋房屋的 11幅影像 ,按

照上述算法对多影像上同名直线段进行提取 。以

图6中的两幅影像为例 ,每幅影像的大小为 1 280

像素×1 024像素 ,对左影像上的 39条直线段在

右影像上匹配同名直线 ,正确匹配 34 条 ,错误匹

配 5条 ,匹配正确率为 78%。

在图 7中 ,左影像上提取直线段为 408条 ,右

影像上提取直线段为 437 条 ,两影像的同名像点

为70对 。在左右影像上 ,同名像点用十字表示 。

图 6　原始影像

Fig.6　Original Images

图 7　直线与同名像点

Fig.7　Line and Homonymous Image Points

彩图 1为在左影像上给定种子点 ,根据种子点到

直线段的距离最近和种子点到直线段的垂足在直

线段上 ,选中一待匹配的直线段(红色表示)(封二

图1)。蓝色的三角网为同名像点形成的不规则

三角网 ,三角形 1 和三角形 2为选中待匹配直线

段端点(在三角网内的一个端点)和中点(一个端

点在三角网外)在三角网中的三角形 。彩图 2为

右影像上相应的候选匹配直线段(绿色表示),其

中红线为待匹配直线段在右影像上的同名直线段

(封二图 2)。彩图 3所示是另一对匹配的同名直

线(红色表示)(封二图 3)。

以上方法依赖同名像点的分布 ,在同名像点

分布区域外 ,无法找到同名直线。对近景影像而

言 ,当两幅影像的比例尺差别太大 、影像相对转角

太大 、灰度相差太大 ,都会使同名像点的匹配失

败。对于房屋深度变化处 ,同名直线段的匹配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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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失败(封二图 4)。这个问题可通过把房屋的结

构面按深度不同区分 ,在不同深度的房屋面内进

行同名直线的匹配来解决 。

3　结　语

本文的直线匹配算法毋需知道相机参数 、影

像的方位元素和有关的物方信息等附加条件 ,充

分利用了影像的几何和灰度属性 ,适合左右影像

在竖直面内相对旋转角较小的情况 。采用单直线

段的同名直线段匹配方法 ,简单 、易行。

致谢:感谢张祖勋院士和张剑清教授在算法

上给予的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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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Semi-automatic Algorithm for Line Matching

Based on Delaunay Triangulation

LIU Y awen
1

(1　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,Wuhan Universi ty ,

129 Luoyu Road, Wuhan 430079 , China)

Abstract:This paper presents an algorithm to f ind homonymous line from images based on

Delaunay t riangulation(TIN).The search range on right image of a given line on left image is

decided from TIN.The 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given line and selected matching line in search

range of right image is computed.The line w ith the largest relation coef ficient is homonymous

line.The method is tested feasible.

Key words:homonymous line;Delaunay t riangulation;line-mat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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